
    最近重讀《成長神學》（校園，2004 ； How 
People Grow）一書，這書是由兩位經驗豐富的臨床
心理學家（Henry Cloud and John Townsend）寫成
的。除了輔導理論以外，這書有很扎實的聖經和神學
基礎。中文書名說出個重點來：任何的生命成長必須
是神學的。人是神所創造，離了生命的源頭探討生命
的成長是本末倒置。聖經告訴我們，人墮落了，獨立
於神—自治、自理、自立，受造的次序顛倒了。基督
的救贖工作就是把顛倒了的秩序修正過來，回復原
貌，回歸惟一的源頭，回歸關係—與神、與他人和與
自己的關係。生命成長必須置放在創造-墮落-救贖這
聖經框架才是基督教的成長學。 
    「成長」這二字已經點出人已經離開了起初的原貌。成長其實是一種
歸回，回歸到神創造我們的原意。新約講的「學基督」（弗 4:20）或「像
基督」（約壹 3:2）就是這個意思。基督是「神本體的真像」（來 1:2）。
效法基督就是重回起初人的形像—「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
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 1:27）這是基督教探討「成長」背後的「神
學」。 
    作者寫道：「人成長所需的教導，在聖經裡都可以找到。關於靈命成
長，與神、與他人的關係，長大成熟以及解決個人問題，所有不可少的原
則和真理都在聖經裡面。神可不是從二十世紀才開始使人成熟的，打從創
造開始，祂就一直引領、醫治並使祂所牧養的羊成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將所有的個人成長視為靈命成長，無論宗教方面、情緒方面、關係方面或
行為方面，皆屬靈命成長的範疇。我們並未將心理學和聖經視為兩個同等
的屬靈操練，好像要將二者融合。在順序上，心理學必須在聖經之下。」
（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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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十二：11-12）』  

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總會會務消息佈告    
1. 歡迎弟兄姊妹同心讚美敬拜主，鼓勵大家踴躍參加禱告會、主日學與基督

教教育課程。 

2.粵語會友班於今天下午1:00為已獲准加入正規會友而尚未參加會友班的弟

兄姊妹開設，由林牧師在303室授課。  

3. 粵語實體感恩聚會將於11月24日(本週三)晚上6:30-8:00在二樓舉行，參加

者請上網註冊，二樓聚會後在三樓有感恩聚餐，參加聚餐者請於今天上午

11:00-11:30崇拜後在三樓外面報名和繳費，12歲以上繳費$5，小孩免費。

敬請預留時間參加，同來感謝主恩典。 

4. 中宣會友實體年度大會將於十二月五日(主日)下午2:00在二樓/三樓舉行。

邀請所有的正規會友上網註冊，預留時間參加。感謝神，今年有八位信託

委員候選人：倫洪光弟兄(Andy Lun)、馮文忠弟兄(Anthony Fung)、林國

斌弟兄(Ben Lam)、陳凱雅姊妹(Danica Chin)、張仲良弟兄(John 

Cheung)、呂家傑弟兄(Karl Lui)、黃挹源弟兄(Peter Wong)、鄺詩韻姊妹

(Sylvia Kwong)。當天，我們將從這八位候選人中選出三位新的信託委

員。懇請弟兄姊妹代禱。 

5. 英語實體感恩聚會將於11月26日(本週五)晚上6:30在九樓舉行，參加者請

上網註冊。 

6. 宣道部邀請弟兄姊妹在一樓領取愛心包，分享給朋友和鄰居。 

7. 教會在感恩節11月25日休息一天，長青中心暫停。請弟兄姊妹留意。 

8. 主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接種新冠疫苗是實踐彼此關顧的重要方

式，有助於保護大家，減少社區的病毒傳播。我們理解有些人基於健康因

素，或意見不同而選擇不接種新冠疫苗，我們尊重您的決定，不限制您在

這屬靈大家庭的敬拜自由。中宣會繼續要求大家，在大樓內除吃飯外都要

一直戴著口罩。如果您還沒有接種新冠疫苗，請不要在大樓內進食，並需

保持戴口罩，這是為了您的安全，也是為了保護您身邊可能未接種疫苗的

人。我們期待在中宣會的屬靈大家庭，共同努力，一起敬拜主。 

9.基督教教育課程的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1) 合神心意的生命 (粵) 主日上午11:15 僅供實體課在三樓 (名額已滿) 

   (2) 以賽亞書(國) 主日上午10:10 老師:張牧師 實體課在601室  

   (3) 詩篇(國) 週一晚上7:30 老師:丁牧師  

                             Zoom ID: 890 4902 5255；密碼：154000 

   (4) 利未記 (國) 週三晚上8:00 老師:丁牧師  

                             Zoom ID: 863-471-0259；密碼：123                       

   (5) 珍貴的禮物(粵) 週三晚上7:30 老師:嚴教士、伍劍蘭姊妹 

   (6) 新生命班(國) 週三晚上8:00 請向教會秘書或張文彬牧師報名 

   (7) 趣味英語(粵) 週六晚上8:00 每兩星期上課一次 

10.禱告會鏈接在中宣會網站 www.ocmchurch.org： 

 國語禱告會:主日早上9:40-10:40 在605室， 

            週二晚上7:00， 

            週五早上9:00； 

        粵語禱告會:主日早上9:15-9:45在301室， 

            週二晚上6:30。 

神學神學神學神學、、、、心理與成長心理與成長心理與成長心理與成長    
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 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 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 牧者分享:林永裕牧師     



    

 中文國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上午八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高多卓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七十五：1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神羔羊是萬王之王〕 

〔凡事都能做〕 

迦南敬拜組 
丁陳明怡師母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高多卓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哥林多後書 四：1-15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求何恩典？】 
   (林後四：1-15)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立定心志〕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張文彬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經文: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

吃乾糧……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

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希伯來書五：14；六：1） 

    希伯來人已經是老基督徒，應該

可以教導人，卻只能吃奶，不熟練仁

義的道理，像是嬰孩。（來五：12-14）使徒保羅想要激勵他們，離

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懊悔死

行等，乃要進深明白基督是大祭司。「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祂祭

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凡靠著祂進到上帝面前的人，祂都能拯

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來七：24、25）祂

永不改變的祭司之職，及完美的拯救，是基督徒信賴祂的根基，並

繼續在此根基上建造，追求成聖與完全。現在耶穌在上帝面前為我

們代求，將來我們可進到至聖所，和祂面對面溝通。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太11∶29） 

  負主的軛是什麼意思？這乃指著甘心

樂意，願在神的計劃裡與主同工合作。當

然軛會限制牛的行動，叫它不能任意在田

間四處遊蕩，而且必須按直線向前。惟獨

如此，工作才有成效。在此，我們看見了

心裡謙卑的價值。心裡謙卑的人，是從不為自己圖謀大事，但卻願

意接受神所指派給他的托付與地位，即使至低至微，也在所不計。 

  在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們看見，主公開的職事從表面看，好像

是失敗了，因為只有那些嬰孩明白並接受祂的教訓。我們對主的遭

遇也許要喊出：「何等的失尊啊！」但主的話卻是：「父阿，我感

謝你，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11∶20）主沒有為自己圖謀什

麼，祂全然樂意接受神所命定的。而我們現在的問題乃是：我們是

否甘心樂意地接受主的限制，而與祂同行呢？因為最深的安息，乃

是「在我們心裡的安息。」 

    

中文國/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上午十一時卅分  二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周健愉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七十五：1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謝謝祢〕 

〔我獻上感謝〕 

李教忠弟兄 
黃美華姊妹 
閻路得姊妹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周健愉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哥林多前書 一：4-9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何等感恩！】 
   (林前一:4-9) 

丁聖材牧師 

傳譯:楊勇弟兄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我獻上感謝〕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雷以德長老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接上頁） 

 

    惟有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我們才得以在恩典上剛強，屬靈的

生命才得長大成熟，與基督才能更緊密的契合。 

    喔，親愛的弟兄姐妹們，若你們確知自己已重生得救，切莫以

此為滿足，要知道這只是永恆生命的開端，要繼續追求成聖與完

全，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耶穌要在我們身上完成的工作。學習完

全降服於耶穌基督，每天去領悟耶穌同住的內在隱密生活，多多支

取上帝的恩典，讓你做個得人漁夫，

沒有一件事比越來越像耶穌，更能令

人心滿意足，因為把自己當作活祭獻

給耶穌的生活，是最有意義的人生。 

中文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上午十時  三樓 

虔 誠 默 禱  敬 拜 上 主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司 琴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林國斌弟兄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 七十五：1     

頌  讚頌  讚頌  讚頌  讚 〔有一位神〕 

〔謝謝祢的愛〕 

〔活著因祢愛〕 

粵語敬拜隊 

禱  告禱  告禱  告禱  告  林國斌弟兄 

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  哥林多後書 九：7-15 啟  應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說不盡的恩賜！】 
   (林後九：7-15) 

丁聖材牧師 

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回應詩 〔活著因祢愛〕 眾 坐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丁聖材牧師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532首〕 眾 立 

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榮耀頌   眾 立 

默禱默禱默禱默禱、、、、會畢會畢會畢會畢  眾 坐 

（接下頁） 

作完全人作完全人作完全人作完全人        

學主的樣式 


